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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祖記於「都靈打吡」極失威，遭拖連
奴反敗為勝全失3分，雖不太影響爭標

形勢，但延遲奪冠時間始終對備戰下周歐聯4
強首回合硬撼西甲皇家馬德里帶來影響。因
此，明晨祖記主場鬥費倫天拿最理想是清脆
贏波，一來拉素和羅馬若同時失分即能提早
奪冠，二來可藉勝仗一吐近兩場不勝的烏
氣。
祖記跟拉素和羅馬同樣餘下6場未
踢，分別領先兩隊14分和15分（詳見
附表），若祖記贏波的同時，爭標對手
又賽和，就變成拋離16分和17分，那
麼餘下5場即使祖記全敗最多都只能收窄15
分差距，令「斑馬軍團」可提早5輪締造4連
霸偉業。當然，祖記和波而兩隊輸波也足以
稱王。

對「紫百合」贏多輸少
面對近6仗輸4

場 的 「 紫 百
合」，祖記過往
對他們贏多輸
少，所以即使欠

受傷的中
場骨幹保

羅普巴和後衛邦路斯被罰停賽，在兩大後防
要員基亞連尼與巴沙利連同射手泰維斯悉數
回歸下，還有馬治斯奧傷癒復出，加上派路
及維達爾等猛將，足以摧毀近況欠佳的客
隊。另外，祖記上仗輸波後，因有球迷搞事
發射紙炮引致9人受傷，有關方面罰祖記需在
周末對森多利亞的聯賽停售部分座位的門
券。
拉素和羅馬方面，前者會在主場對篤定降

班的帕爾馬，而羅馬則作客薩斯索羅（無綫
網絡電視302台周四2:45a.m.直播）。羅馬
與對手均是3場不勝，之前3次互相對決亦只
錄得1勝2和，令氣勢轉弱的羅馬難言穩勝。

■記者 鄺御龍

英超明晨上演獨腳戲，努力護級的
李斯特城將坐鎮主場迎戰領頭羊車路
士，不過由於實力差距大，主隊或考
慮今仗只會「半力」出戰，目的是留
力在之後賽事繼續搶分護級，這樣看
來「車仔」好易贏「李」，向錦標再

近一步。(now621台周四2:45a.m.
直播)

「李城」近況大勇錄得聯賽4連勝
暫時「排尾四」，以1分領先「尾
三」的新特蘭；雖然球隊狀態正佳，
但主帥皮雅臣賽前就想今仗對「車
仔」讓主力休息，在餘下賽事繼續
「搏殺」搶分護級，「命運現在掌握
在我們自己手中，我們要保持最佳狀
態，才能增加護級機會，我所感興趣
的，是保持球員集中，在餘下賽事搶
分。」
「李城」就算全力出戰，亦絕不是

「車仔」對手；加上，車路士在餘下
5輪英超只需多取6分，即可重奪失
落了5年的聯賽冠軍，今仗絕不會腳
軟。再者，「車仔」主帥摩連奴賽前
證實奧斯卡與迪亞高哥斯達有機會出
戰「李城」；而且表明不會離隊的夏
薩特狀態甚勇，此子近5輪聯賽攻入
3球。這樣看來有傳已定5月25日舉

行重奪聯賽冠軍勝利巡遊的「車
仔」，今仗是志在必得。

般尼茅夫基本鎖定升班
另外，昨晨舉行的英冠聯賽，般尼

茅夫主場大勝保頓3：0後，基本鎖

定來季升班，將首次角逐英超。在積
分榜，般尼茅夫有87分，繼續排第
2位，領先第3位的米杜士堡3分，
比賽餘下一輪，般尼茅夫得失球差拋
離米杜士堡19球，基本鎖定直接升
班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德國盃4強明晨爆發，「德丙一哥」比勒費爾德將
坐鎮主場迎戰「德甲二哥」禾夫斯堡；最近4場比賽
不勝的「狼堡」期待能夠順利晉級決賽，並用一場勝
利鼓舞士氣。(無綫網絡電視13台周四2:30a.m.直播)
荷蘭射手巴斯杜斯在上半賽季表現極為出色，甚至

入選荷蘭國家隊，但近期他陷入入球荒，近兩個月時
間裡顆粒無收；最近幾場比賽，巴斯杜斯被放入替補
名單，「狼堡」起用賓特拿成為正選，這也足以證明
巴斯杜斯近期的狀態有多糟糕。
雖然禾夫斯堡最近連番受挫，但絲毫不用懷疑球隊

對冠軍的渴望，對於已經連續兩屆止步於德國盃4強
的他們，當然想一洗前恥，所以今仗作客面對實力並
不算強的比勒費爾德，相信在奇雲迪布尼今仗將率領
一眾攻擊手大肆向敵軍腹地發起猛烈衝擊的同時，幫
助球隊殺入決賽。
比勒菲爾德目前排名德丙第一位，最近19場主場賽

事取得16勝3和的驕人戰績。比勒菲爾德主帥邁爾賽
前稱：「今仗將是一種享受，我們沒有任何包袱，會
輕裝上陣全力以赴。」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近來在皇家馬德里近來在皇家馬德里（（皇馬皇馬）「）「弗到漏油弗到漏油」」的的
墨西哥前鋒查維亞靴南迪斯墨西哥前鋒查維亞靴南迪斯（（小豆小豆），），於於「「銀銀
河艦隊河艦隊」」傷兵眾多時發揮效用傷兵眾多時發揮效用，，22場轟入場轟入33粒粒，，
理應更能獲領隊安察洛堤甚至會方青睞理應更能獲領隊安察洛堤甚至會方青睞，，出錢出錢
買斷他在曼聯買斷他在曼聯（（紅魔紅魔））的最後的最後11年合約年合約。。然而然而
皇馬跟皇馬跟「「紅魔紅魔」」皆流露出無意接收的意向皆流露出無意接收的意向，，令令
「「小豆小豆」」需在明晨皇馬主場對艾美利亞需在明晨皇馬主場對艾美利亞
（（nownow632632 台周四台周四 22::0000a.m.a.m.直播直播））時更加落時更加落
力力。。今仗召今仗召「「神童神童」」奧迪加特入大軍的皇馬近奧迪加特入大軍的皇馬近
55季主場對艾美利亞不單全勝季主場對艾美利亞不單全勝，，每次更至少轟每次更至少轟
入入33球球，，如無意外應是入球騷如無意外應是入球騷。。
即使即使「「小豆小豆」」屢有表現屢有表現，，但曼聯沒有太大興但曼聯沒有太大興

趣收回他趣收回他；「；「紅魔紅魔」」領隊雲高爾日前說領隊雲高爾日前說：「：「他他
的將來的將來？？我已送走了他我已送走了他。。當你取得入球當你取得入球，，像他像他
在皇馬所做的事在皇馬所做的事，，然後你就變得與眾不同然後你就變得與眾不同？？我我
不認為這樣不認為這樣。」。」同時同時，，皇馬即使有意買下皇馬即使有意買下「「小小
豆豆」，」，但希望價錢可低於但希望價錢可低於22,,000000萬歐元萬歐元（（約約
11..6969億港元億港元）。）。

維拉利爾螳臂擋馬體會維拉利爾螳臂擋馬體會
另一首都球隊馬德里體育會另一首都球隊馬德里體育會（（馬體會馬體會））明晨明晨

會作客維拉利爾會作客維拉利爾（（nownow632632台周四台周四44::0000a.m.a.m.直直
播播），），主隊最近已主隊最近已99場不勝場不勝，，面對近面對近66場聯賽場聯賽
贏了贏了55場的馬體會如同螳臂擋車場的馬體會如同螳臂擋車。。

■■記者記者 鄺御龍鄺御龍

法甲巴黎聖日耳門（PSG）昨日表示，主帥白蘭
斯、星將伊巴謙莫域、卡雲尼及柏斯托尼下季都會
留隊。其中，對於有報道指英超曼聯或會斥資5,000

萬歐元（約4.2億港元）收購該隊烏拉圭國腳卡雲
尼，PSG表明，無論如何都不會出售前鋒卡雲尼，
他更直言任何球隊提出收購建議都會被「秒殺」。
另外，巴西傳奇巨星朗拿度日前接受法國電視台採
訪時表示，伊巴謙莫域是他在整個法甲聯賽中最鍾
愛的球員。

丹尼爾傳與巴塞續約
至於曾是PSG收購目標之一的西甲巴塞羅那球員丹

尼爾，其轉會鬧劇又有新進展。據媒體最新報道稱，
丹尼爾與巴塞方面如今已經就續約達成協議，在本賽
季結束前，丹尼爾將正式與巴塞完成續約。丹尼爾留
隊，則是考慮到他的兩個兒子，因為他們已經習慣在
巴塞的生活，丹尼爾不希望孩子離開這座城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足球直播精彩時刻
賽事 主隊 客隊 時間 直播頻道
日職 川崎前鋒 柏雷素爾 周三1:00p.m. C61/C201
日職 大阪飛腳 松本山雅 周三3:00a.m. C61/C201
西甲 皇家馬德里 艾美利亞 周四2:00a.m. n632
德盃 比勒費爾德 禾夫斯堡 周四2:35a.m. T13
英超 李斯特城 車路士 周四2:45a.m. n621
意甲 祖雲達斯 費倫天拿 周四2:45a.m. T301
意甲 薩斯索羅 羅馬 周四2:45a.m. T302
西甲 維拉利爾 馬德里體育會 周四4:00a.m. T302
註：n為now，T為無綫網絡電視，C為有線。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視台公布為準。

PSG誓留主帥及眾星將

實力差距大或留力護級
車仔好易贏「李」

■李斯特城中場甘比亞素。
法新社

■■車路士中場夏薩車路士中場夏薩
特特。。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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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大考驗
英超阿仙奴的一位球迷，竟然出試卷考女
友「兵工廠」知識，如果不合格就立即分
手，慶幸女主角順利過關，而她近日更將
試題放上網同網友們分享。 網上圖片

盼摘「紫百合」兼爭標對手失分
除了荷甲和德甲已提早誕生冠軍外，意甲最快亦可於明晨出現

今屆冠軍，實力明顯高出一班的祖雲達斯（祖記）倘若今仗擊敗

來訪的費倫天拿（紫百合），同時分列第2、3位的拉素與羅馬雙

雙失分，那麼祖記便能提早5輪鎖定冠軍，在主場慶祝4連霸。

（無綫網絡電視301台周四2:45a.m.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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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甲米蘭雙雄共用一個球場的情況
即將進入倒計時了，據意大利媒體報
道，AC米蘭的新球場效果圖昨日正式
公佈，新球場據悉耗資3億歐元，座
位大約48000個，預計2018年竣工。
這座球場的頂部周圍是可供人行走的
道路，同時，包括球場草皮和部分低
層坐席建在地下10米。此外，AC還
宣稱，球場採用的隔音材料將使得比
賽時產生的球迷呼叫聲對周邊造成的
干擾降至最低。不過AC選定的球場新
址附近的居民，已表明反對在居民區
附近建造球場。 ■網上圖片

居民反對

意甲前列積分榜(截至2015-04-28)
名次 球隊 場數 勝 和 負 得球 失球 球差 積分
1 祖雲達斯 32 22 7 3 60 17 43 73
2 拉素 32 18 5 9 59 31 28 59
3 羅馬 32 15 13 4 43 25 18 58
4 拿玻里 32 16 8 8 57 39 18 56
5 森多利亞 32 12 14 6 40 35 5 50
6 費倫天拿 32 13 10 9 44 38 6 49

■■禾夫斯堡
中場奇雲迪
布尼。

法新社

■PSG 球星伊巴
謙莫域。 法新社

■祖雲達斯鋒將維達
爾。 法新社

■祖雲達斯中場派
路(左)。 法新社

■■皇馬射手查維亞皇馬射手查維亞
靴南迪斯靴南迪斯。。美聯社美聯社

■■費倫天拿射手基費倫天拿射手基
拿甸奴拿甸奴。。 美聯社美聯社


